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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极化相干最优与极化总功率的
犠犻狊犺犪狉狋犎／犃犾狆犺犪分类

杨　杰１　史　磊１　李平湘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法进行聚类可以实现复杂场景的高精度分类。然而在聚类的过程中，由于各类中

心所对应的散射机理发生了混淆，使得不透水层代表之一的水泥路面与裸露土壤发生了混淆，这对实际应用

不利。提出了利用最优相干系数与极化总功率系数构成的二维直方图空间进行阈值分割，将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

ｐｈａ分类方法中混淆的水泥道路与裸露土壤重新分离出来，并通过国内机载犡波段双天线极化干涉实验，验

证了本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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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极化合成孔径雷达（ＰｏｌＳＡＲ）与

极化干涉合成孔径雷达（ＰｏｌＩｎＳＡＲ）的不断发展，

全极化数据与极化干涉数据越来越丰富，数据的

可靠性也不断地提高，对极化数据处理的研究也

不断加深。如何从极化相干矩阵犜３ 中提取地物

散射信息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研究表明，

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极化目标

分解方法。Ｌｅｅ等人结合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解与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布提出的非监督分类方法也得到了很

好的分类效果［１３］。一方面，Ｈ／Ａｌｐｈａ平面可以

将地物划分为８种不同类别，可以很好地区分自

然地物与人工建筑；另外，按照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布聚类

后，分类结果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对外界噪声有一

定的抗干扰能力。因此，基于 Ｗｈ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

的各种衍生算法被应用到ＳＡＲ图像处理的各个

方面［４６］。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将Ｈ／Ａｌｐｈａ分解结果硬

性划分为８个类别，虽然简化了算法的复杂性，但

硬性划分的适用范围还值得商榷。同时，初始划

分后的各个类别与实际地物对应关系不明确。在

Ｗｉｓｈａｒｔ分布引导聚类后，８个类中心在 Ｈ／Ａｌ

ｐｈａ平面发生了移动，各个类中心对应的散射特

性相对于初始划分结果发生了混淆，这对分类结

果的解译不利，而基于物理散射机理分解的方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此类问题［７８］。目前，利用

极化干涉数据来改善常规分类效果正成为研究的

热点。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干涉测量带来的高

度因素增加了分类方法的观测维度，使得分类结

果更加可靠，分类细致程度大大增加［９１１］。

对机载犡 波段海南地区数据分类研究中发

现，Ｗｈ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方法容易将不透水层

代表之一的水泥路面与裸露土壤混淆。对此问

题，以往的研究中更多的是采用监督分类的方法

进行区分。本文在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的基

础上，对最优相干系数与极化总功率构成的二维

直方图空间进行阈值分割，将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

分类中易混淆的水泥路面与裸露土壤重新分离

开，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１　犠犻狊犺犪狉狋犎／犃犾狆犺犪分类

Ｈ／Ａｌｐｈａ分解是一种基于ＣｌｏｕｄｅＰｏｔｔｉｅｒ分

解的非相干分解方法，其实质是将复杂的地物散

射特性分解为３个比重不同的特征矩阵相加，进

而估计出极化熵犎、极化散射角α
［１２］。极化熵犎

反映了目标的不规则程度：犎 趋近０，目标只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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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散射机理；犎 趋近１，目标包含３种强度相当

的散射机理。极化散射角α表征了目标的散射类

型，一般分为面散射、双次散射、体散射。普通方

法按Ｈ／Ａｌｐｈａ特征平面将待分类影像进行初始

分类后（分为８类），以 Ｗｉｓｈａｒｔ概率分布为基础

进行迭代分类，达到一定的条件后停止迭代（如迭

代次数与变化像素比例等）。聚类的过程导致了

各个类中心在 Ｈ／Ａｌｐｈａ二维平面上的移动。一

方面造成各类中心与实际地物不再有明确的对应

关系；另外，聚类导致了一些地物的错分（如将裸

露土壤与水泥道路错分一类）。

２　相干最优化与极化总功率辅助的

犠犻狊犺犪狉狋犎／犃犾狆犺犪分类

　　在实际应用中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方法

对水泥路面与裸露土壤的区分度欠佳，往往会造

成错分现象，对此，本文采用极化相干最优参数

（Ｏｐｔ１、Ｏｐｔ２、Ｏｐｔ３）与极化总功率（Ｓｐａｎ）的方法

辅助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

极化相干最优参数定义如下：

γ＝
狘＜狏

犎
１犗１２狏２ ＞狘

＜狏
犎
１犜１１狏１ ＞＜狏

犎
２犜２２狏２槡 ＞

（１）

式中，犜１１为主天线的相干矩阵；犜２２为辅天线的相

干矩阵；犗１２为主辅天线的极化相干矩阵；狏１与狏２

是使得γ为最大值的两个极化投影矢量。在犜１１

与犜２２均为非奇异矩阵情况下共有３个最优化相

干系数，从大到小分别为Ｏｐｔ１、Ｏｐｔ２、Ｏｐｔ３。

极化总功率定义如下：

Ｓｐａｎ＝狘犛ＨＨ狘
２
＋狘犛ＨＶ狘

２
＋狘犛ＶＨ狘

２
＋狘犛ＶＶ狘

２

（２）

式中，犛ＨＨ、犛ＨＶ、犛ＶＨ、犛ＶＶ分别为 ＨＨ、ＨＶ、ＶＨ、

ＶＶ极化的强度。

在犡波段极化干涉ＳＡＲ的应用中发现道路

与自然裸露土地有以下特点：水泥路面与裸露土

壤在散射机理上都属于单次散射。但是一方面水

泥路面相对于裸露土壤更为光滑；另外，由于水泥

路面含水量相对较少，电介系数低于裸露土壤，使

得水泥路面的回波很弱。尽管水泥路面的结构稳

定性远远高于裸露土壤，但较弱的散射系数使得

水泥路面的相干性比裸露土壤低。从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在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的基础上，

Ｓｐａｎγ构成二维空间中可以较好地将水泥路面

与裸露土壤区分开。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随机抽取的１００个道路

与裸露土壤采样点中，道路 ＨＨ（十字）、ＶＶ（星

图１　道路与裸露土壤后向散射系数与相干系数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ＲｏａｄａｎｄＢａｒｅｓｏｉｌ

号）后向散射系数低于土壤 ＨＨ（方块）、ＶＶ（三

角），并且道路与土壤散射系数存在明显的聚类情

况。这是由于道路与土壤粗糙度、含水量的不同

导致的后向散射强度不同。同时，由于后向散射

强度较弱，导致双天线观测的道路极化相干系数

相对土壤较低，从图１可以看出两者有明显的分

界线。综上所述，在极化相干系数与极化总功率

构成的二维平面中可以较好地将道路与裸露土壤

分离开。针对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方法的不

足，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极化相干最优参数与极

化总功率辅助分类的改进算法，算法流程如下。

１）主天线犜３ 矩阵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

并提取裸土水泥路混分类；

２）主、辅天线极化干涉，求最优相干系数；

３）在Ｓｐａｎγ特征平面上进行阈值或 ｍｅａｎ

ｓｈｉｆｔ直方图分割；

４）输出分类结果。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证明本文改进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来自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３８研究所研制的犡 波段原型

样机实验数据，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海南省陵水黎

族自治县获取的双天线极化干涉ＳＡＲ数据（这是

国内首次自行研制的双天线极化干涉合成孔径雷

达数据）。实验数据位于海南省陵水县黎族自治

区附近（插页Ⅱ彩图１）。箭头指向飞行方向，覆

盖区域中有３个角反射器。本文从中截取了小块

数据进行实验，获取的双天线全极化干涉数据经

过高精度配准，配准误差低于０．１个像素（插页Ⅱ

彩图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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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对实验数据的主天线影像采用传统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方法，插页Ⅱ彩图３、插页

Ⅱ彩图４为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结果，从中看

出分类结果较为凌乱，没有大面积的单一类别出

现，不同地物交错混杂在一起。结合实地调绘插

页Ⅱ彩图５发现，这主要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

１）海南当地以槟榔、椰子、芒果、木瓜等为主

要经济作物，不同作物几何形状、结构有一定相似

性，如槟榔与椰子树、木瓜与芒果幼苗等，导致了

不同地物对电磁波有较为相似的散射响应。

２）种植某种作物的田地中往往还被混种了

其他作物（插页Ⅱ彩图５），如芒果幼苗与槟榔幼

苗混种、木瓜与槟榔混种等，这导致了分类结果较

为零碎，不同结果混杂。

３）同一作物处在不同生长时间时对电磁波

的响应也不同，如不同时期的芒果幼苗、成熟芒

果。从插页Ⅱ彩图３对应插页Ⅱ彩图５看出，芒

果幼苗与芒果被明显地分为了不同类别，彩图３

中芒果幼苗被分为类５、类８，芒果被分为类３、

类８。

４）Ｈ／Ａｌｐｈａ二维平面进行初始划分后，每个

类别对应明确的散射机理。经过最大似然准则聚

类后（插页Ⅱ彩图３（ｂ）所示），类别中心发生了明

显偏移，插页Ⅱ彩图３（ｂ）中１、２、３、４、７、８类中心

明显向５、６类靠拢。各个类别在分界面变得模糊

不清，某些类别出现错分。

结合插页Ⅱ彩图４与调绘彩图５发现，常规

的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方法对水泥路面与裸露的

土壤出现了明显混分现象。插页Ⅱ彩图４（ｂ）（插

页Ⅱ彩图５对应右上角白色建筑）所示位置为陵

水县人民医院，医院附近的道路主要为水泥路面；

插页Ⅱ彩图４（ｂ）（插页Ⅱ彩图５对应左下角地

块）所示位置为芒果幼苗槟榔幼苗混种区域。由

于影像分辨率较高，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各个幼苗

间的裸露土壤。

插页Ⅱ彩图６统计了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第７

类分类结果，从左到右纵轴分别是最优相干系数、

第二相干系数、第三相干系数，横轴为归一化的极

化总功率。从插页Ⅱ彩图６中可以看出，在极化

总功率Ｓｐａｎ与极化最优相干系数构成的二维特

征平面上，裸露土壤与道路有明显的分离趋势，具

有较好的可分性。两个类的类中心距离与相干性

有较大的关系，相干性越低，类间距离越大；同时，

相干性越大，类的聚合程度越高。由于裸露土壤

与水泥道路在Ｓｐａｎγ平面上有较好的可区分性，

可以采用简单的直方图阈值划分或ｍｅａｎｓｈｉｆｔ等

方法将水泥路与裸露土壤分割开。在Ｓｐａｎγ平

面直方图分割后聚类的水泥路与裸露土壤分类结

果如插页Ⅱ彩图７（ａ）所示，改进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

ｐｈａ分类结果如插页Ⅱ彩图７（ｂ）所示。对比分类

插页Ⅱ彩图３，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法很好地将水

泥路与裸露土壤区分开。插页Ⅱ彩图７（ｂ）中医

院与医院外的公路被区分出来，标识为第９类；同

时各株植物间的裸露土壤也被区分开，标识为第

７类，证明了本文改进算法的有效性。

４　结　语

本文在常规 ＷｉｓｈａｒｔＨ／Ａｌｐｈａ分类方法的

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极化相干最优系数与极化总

功率辅助的非监督分类方法，并用国产犡 波段双

天线极化干涉数据进行了实验，同时用地面调绘

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

以区分水泥路面与裸露土壤，在道路自动提取、土

地利用调查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非监督分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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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出版情况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１年共出版１２期，合计出版字数３０７万。共发表学术

论文３３３篇。其中基金资助论文３１５篇，基金产文率９４．６％。发表论文中，按第一作者统计，

院士７篇，占２．１％；长江学者、泰山学者、珞珈学者、博士生导师５７篇，占１７．１％；教授、研究

员１５篇，占４．５％；副教授４１篇，占１２．３％；博士、博士生１６５篇，占５４．７％；其他３１篇，占

９．３％。副教授以上占比３６．４％；加上博士，活跃作者占比９０．７％。按第一作者来源统计，校内

稿件１０６篇，占３１．８％；校外稿件２２４篇，占６７．２％；国外稿件３篇，占１％。ＥＩ收录论文共

３３３篇，收录率仍保持１００％。

据２０１１年７月出版的邱均平《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影响研究报告》，继续把《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评定为测绘学科唯一的权威期刊。据２０１１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最新数据，２０１０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总被引频次２７７２，影响因子０．９０５，均比上年

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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